
������产科女医生抱
着新生儿走来。 她
的衣着有粉 、 绿 2
种颜色， 分别象征
着关爱和科学。 她
清秀的脸上有一种
柔和的喜悦， 这代
表着母子平安。

������圣母抱着
小耶稣走来 。
圣子受到母亲
的感染， 似乎
已经预知了自
己 肩 负 的 使
命， 稚嫩的脸
上显出深沉的
哀伤和忧虑。

《西斯廷圣母》
作者：拉斐尔

《产科女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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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名画大家都不陌生， 米开朗基罗毕加索达芬奇梵高伦勃朗……
如果这些画家都是医生的话， 世界名画会变成什么样子呢？

当医生成了画家， 世界名画居然变成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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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疾病是会“说谎”的

曾经有位患者家里很穷， 是村里的
五保户， 从 20 多岁开始反复出现精神异
常， 经常喊打喊杀， 出现幻觉。 老父亲把
他送到了当地的精神病医院， 该院也没
有做脑电图检查， 根据典型病史诊断为
精神分裂症， 开始服药治疗。

患者治疗后效果一直不太好。 后来
到了本市精神病院就诊， 请我们主任去
会诊， 主任把他带回来做了 72 小时脑电
图检查。 他的脑电图和精神病人的脑电
有区别。

是不是癫痫呢？ 经过讨论， 明确诊
断为癫痫， 开始加用抗癫痫药， 后来患
者症状逐渐得到了控制。

可能平时大家所了解的癫痫应该是
突然双眼上翻， 倒地不起 ， 四肢抽搐 ，
口吐白沫。 但是事实上癫痫的表现形式
多种多样， 有的时候就是发呆愣神， 有
的时候是出现幻嗅幻视， 有的时候是呕
吐， 有的时候是一侧肢体疼痛……

所以这些检查、 检验是帮助医生辨
别这些 “谎言” 的有利工具。

有时候病人是会“说谎”的

这是我一位解剖学老师给我们讲的
故事： 很多年前， 他是学校隔壁附属医
院的急诊科年轻医生。 有一天夜里， 一
位母亲带着 16 岁的女儿来急诊。

下腹痛， 有些痛， 不是很痛， 这是
小姑娘的说法。

查体后， 他问小姑娘： 最近有没有
来月经？ 有没有发生过性关系?小姑娘脸
一下子就红了， “上个月来了的， 我一
个小姑娘， 怎么可能做那些事！”

母亲紧张地追问小姑娘。 小姑娘急
了， 眼泪水哗哗就下来了 ： “我发誓 ，
我绝对没有做那种事！ 不信我就天打雷
劈， 不得好死……”

看着小姑娘如此信誓旦旦， 老师决定
先对症处理一下， 安排她留在急诊室观
察。 结果小姑娘随后宫外孕破裂出血， 所
幸在急诊留观处理及时， 捡回了一条命。

老师很后悔地说， 当时如果我抽血
查个 HCG， 做个 B 超， 那就好了。 有时
候， 不但疾病会说谎 ， 患者也会说谎 ，
很多时候医生不得不依靠检查、 检验来
帮助诊断。

科室、资历不同，
医生对疾病的认识程度不一样

这是我管的一位小患者。 小患者住
院当天下午出现了呕吐， 反复呕吐， 肚
子也痛。 压了压肚子， 左下腹有点痛。

“吃东西怎么样？”
“之前吃的很少 ， 今天一吃就吐 ，

感觉肚子很胀。”
“这两天有没有大便？”
“没有啊， 我好几天没有大便了。”
“放屁呢？”
“这几天没有。”

我一听， 这不是肠梗阻典型症状么？
我立马让他去拍腹部平片， 抽血， 打电
话叫普外科急会诊 。 抽完血 、 拍完片 ，
普外科的主任也到了。

主任伸手摸了摸小患者的肚子 ，
“肚子都不硬啊， 怎么会是肠梗阻！”

“可是他有吐、 痛， 不大便啊？”
“吃点乳果糖吧， 腹部平片上看也没

大碍， 你不要太紧张了。”
我半信半疑， 后来证实， 普外科主任

的法子是有效的； 而呕吐， 是患者癫痫的
一种表现， 枕叶癫痫中呕吐是典型症状。

患者和医生
对疾病的认识是不同的

比如一位患者有感冒、 发烧、 咳嗽、
乏力， 或许患者觉得就是一个普通感冒，
没有什么大不了。

但是医生从这些表现里面可能看到
了更深的原因， 会不会有心肌炎、 会不
会有肺炎等等？ 要证明这些， 就需要检
验、 检查这些辅助手段来帮忙。

所以， 有些检查是有必要的， 希望
大家不要用过分恶意的眼光看待这个世
界， 也不要太用阴谋论去揣度这个行业。

来源： 有间诊室

为什么一去医院
医生就让我做检查？

�������每次去医院， 医生一般都会给我们开一堆检查： 抽血、 拍片、 心电图、
B超......明明只是一个小感冒， 为什么要给我做心电图啊？ 难道医生有回扣？

这篇文章将告诉大家， 医生为什么需要开那么多检查来诊断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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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天 ， 重症监护病房
里， 一位罹患肠坏死的老太
太去世了， 家属们正在为逝
者办理离院手续。 我是当天
重症监护病房的值班医生，
交班时已被告知此位病人状
况不佳。 果然， 接班后没多
久她的病情就急转直下， 看
来是撑不过今晚了。 除了治
疗之外， 我马上通知家属们
到场， 也立即告知给病人做
手术的主治医生。

“肠坏死本来就是一种
死亡率极高的疾病， 再加上
病人本身高龄与心肺功能不
全， 即便我第一时间就给她
做了手术， 完全没有任何延
误， 可是败血症还是一直控
制不下来。 病人这几天的生
命征象都不稳定， 所以我一
再让家属做好心理准备， 老
太太可能过不了这关。” 电
话那头， 病人的主治医生与
我交换意见。

“我刚才和病人的子女
们又沟通过一次病情， 基本
上他们的态度还算平静， 对
我们的医疗过程也没有质
疑。” 我说。

“听你这么说， 我就放
心了！ 我等会儿到医院跟家
属见个面。” 虽然现在是下
班时间， 理论上把事情交给
值班医生处理就可以， 但出
于对死者的尊重以及身为主
治医生的职责， 他还是决定
亲自来医院一趟。

离院手续办妥， 太平间
的同事将病人遗体推离重症
监护病房， 她的子女们伫立
在侧， 主治医生也站在门口
与家属一一致哀。

“医生谢谢您， 这段时
间你们辛苦了。” 病人的儿
子红着眼眶， 握住主治医生
的手。

“您千万别这么说， 治
疗病人本来就是我们该做
的， 只可惜这次没有办法帮
上忙。” 主治医生也很诚恳
地回应家属。

“我知道您已经尽力
了， 但终究我母亲还是没有
被救活， 您可愿意对我的母
亲说声 ‘抱歉’？” 我不是事
件的当事人， 但家属的这番
要求， 仍然令我瞠目结舌。

“这个……” 主治医生
沉吟了一会儿， 不知该怎么
回答。

“我的意思是： 身为病
人的主治医生， 病人死在您
的手上， 难道您不应该表示
点什么吗？” 他态度客气委
婉。

“我的职责是尽力救治
每一位病人， 只可惜每位病
人疾病的严重程度不同， 所

以有些能够救活有些却不能。
对于没能把病人救活， 我个
人感到非常 ‘遗憾’； 可是治
疗的过程我扪心自问， 一切
都合乎医疗常规， 所以没办
法表示 ‘抱歉’。” 主治医生
这话说得十分得体， 既表明
了立场又不伤彼此和气。

家属们点点头表示接受，
并没有再多说什么。

几周后， 我与那位主治
医生的桌上各放了一张讣闻，
科内的秘书还特别表示， 那
位老太太的家属来电， 希望
临终前照顾母亲的两位医生
能够送个花篮， 遗体告别仪
式那天也能来上香致意。

我们俩面面相觑， 行医
中多少都经历过被家属质疑
甚至提起诉讼， 但被家属要
求送花并上香倒是第一次。

“病人的死又不是我们
造成的， 若是每个死亡的病
人家属都给我一张讣闻， 那
岂不是没完没了？” 先前与家
属的对话已经令我们感到莫
名其妙， 此刻他们的要求让
我们都有些气愤。 由于与病
人非亲非故， 因此对于家属
的要求， 我们决定拒绝。

老太太的遗体告别仪式
当天， 一如我们先前的共识，
我们既不送花篮也不出席 。
时间接近中午， 我们却接到
院方宣传科人员十万火急的
来电 ， 家属通过关系询问
“‘本院代表’ 何时会到？”

“死者家属是地方上有
头有脸的重量级人士， 好几
个民意代表都去告别仪式上
上香致哀。 宣传科已经以院
方名义赠送花篮了， 只是家
属还是希望两位医生能够拨
冗出席。”

这摆明了就是用医疗以
外的力量来要挟我们。 即使
百般不愿意， 我俩最终还是
出现在老太太的告别仪式现
场。

病人的儿子看到我们进
来， 面无表情地点点头， 随
即转头对着灵堂， 说： “妈！
帮您做手术的医生来看您了，
临走前最后照顾您的医生也
来了！”

“妈啊！ 您要看仔细啊！
就是这两个医生把您给医死了！”
病人的女儿也在旁啜泣着。

我们简单地上香、 鞠躬
后赶紧离开， 前后大约只待
了五分钟， 这是我人生中最
长的五分钟……

对于病人的死亡， 病人
家属该用什么态度来面对 ？
病人家属又希望负责治疗的
医生用什么态度来面对？

作者： 傅志远
来源： 《医生， 不医死》


